
 

 

國際籃聯聯3x3比賽規則 
比賽場地及⽤用球 ⼀一個標準的3x3比賽場地⾯面積是寬15⽶米，長11⽶米 

所有組別賽事應採⽤用官⽅方3x3比賽⽤用球 

球隊成員 4名球員，包括3名場上球員及1名替補員 

備註：國際籃聯聯3x3官⽅方賽事必須有3名場上球員才能開始比賽 

裁判員 1名或2名 

計時員/記錄員 最多2名 

暫停 每隊有暫停1次，另有電視暫停2次，分別在比賽⾄至6:59及3:59後⾸首次死球時，暫停時間為30秒 

比賽開始的球權 擲毫 

備註：擲毫獲勝的球隊可選擇比賽開始的球權或選擇可能進⾏行行的加時的球權 

得分 在圓弧內投球中籃，應獲得1分。若若在圓弧外投球中籃，應獲得2分 

比賽時間及得分限制 比賽時間：每場10分鐘 

得分限制：21分，僅適⽤用於常規比賽時間 

備註：若若沒有設置比賽計時鐘，主辦單位可決定比賽時間及/或採⽤用突然死亡的分數。國際籃聯聯

建議採⽤用與比賽時間相配合的得分限制：10分鐘/10分；15分鐘/15分；21分鐘/21分 

加時 ⾸首先獲得2分的球隊獲勝 

投籃時鐘 12秒 

備註：若若沒有設置投籃時鐘，裁判應讀倒數最後5秒鐘以作警告 

投籃犯規的罰球 犯規發⽣生在圓弧內，罰球1次。若若犯規發⽣生在圓弧外，罰球2次 

球隊犯規限制 球隊犯規6次 

球隊犯規達7、8及9次罰則 罰球2次 

球隊犯規達10次或以上罰則 罰球2次及球權 

技術犯規罰則 罰球1次，球權不變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罰則 罰球2次。若若球隊犯規達10次或以上，罰球2次及球權 

計算球隊犯規2次 

取消比賽資格犯規罰則 罰球2次及球權 

計算球隊犯規2次 

球中籃後的球權 防守⽅方在球籃下⽅方獲得球權，運球⾄至圓弧外或傳球⾄至圓弧外球員 

防守隊不得在球籃下⽅方的｢無撞⼈人半圓｣區域進⾏行行防守 

死球後的球權 在圓弧外(圓弧頂)進⾏行行球權轉換 

防守籃板球或攔截球後的球權 運球或傳球⾄至圓弧外 

跳球情況的球權 防守⽅方獲得球權 

替補 死球情況下，進⾏行行球權轉換前 

替補員待被替補球員在正對球籃的端綫離場並與他進⾏行行⾝身體接觸後⽅方可進場。替補無須裁判和記

錄台⼈人員執⾏行行 

  

備註： 

*球員雙⾜足均不在圓弧內或踏在圓弧上，則被視為在｢圓弧外｣ 

**｢國際籃球規則｣適⽤用於上述條⽂文中沒有提及的所有比賽情況 

***關於球隊排名、被判失敗、棄權、抗議及取消比賽資格，請參參考｢國際籃聯聯3x3比賽規則｣⽂文字版 

 

©FIBA，2019年年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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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籃聯聯3x3比賽規則 

2019年年1⽉月 

 

最新發佈的｢國際籃球規則｣適⽤用於｢國際籃聯聯3x3比賽規則｣及｢官⽅方解釋｣中沒有提及的所有比賽情況。 

 

第1條 比賽場地及⽤用球 

1.1. 比賽在設有⼀一個球籃的3x3籃球場上進⾏行行。⼀一個標準的3x3比賽場地⾯面積是寬15⽶米，長11⽶米。場地

應設有標凖籃球場的區域，包括罰球綫(5.80⽶米)，2分綫(6.75⽶米)及球籃下⽅方的｢無撞⼈人半圓｣區域。

可使⽤用傳統籃球場的半個比賽場地。 

 

1.2. 所有組別賽事應採⽤用官⽅方3x3比賽⽤用球。 

 
備註： 

1. 3x3基層賽事可在任何地⽅方進⾏行行，若若在場地設置界綫，可因應空間作出調整。但國際籃聯聯3x3

官⽅方賽事必須完全符合上述規格，包括使⽤用投籃時鐘已安裝在防撞墊內的籃球架。 

2. 奧林林匹克運動會賽事、3x3世界盃(包括U23及U18)、地區盃(包括U18)及3x3世界巡迴賽，均

為國際籃聯聯官⽅方賽事。 

 

第2條 球隊 

每隊應包括4名球員(3名場上球員及1名替補員)。 

 

備註：不允許教練員在比賽場地及/或觀眾席上指導比賽。 

 

第3條 比賽職員 

比賽職員應包括2名裁判員及3名記錄台⼈人員。 

 
備註：第3條規定不適⽤用於基層賽事。 

 

第4條 比賽開始 

4.1. 比賽開始前，兩兩隊應同時熱⾝身。 

 

4.2. 以擲毫⽅方式決定哪⼀一隊獲得比賽開始的球權。擲毫獲勝的球隊可選擇比賽開始的球權或選擇可能

進⾏行行的加時的球權。 

 

4.3. 每隊必須有3名場上球員才能開始比賽。 

 

備註：基層賽事無須強制執⾏行行第4.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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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得分 

5.1. 每⼀一次圓弧內投球中籃(1分投籃區)應獲得1分。 

 

5.2. 每⼀一次圓弧外投球中籃(2分投籃區)應獲得2分。 

 

5.3. 每⼀一次罰球中籃應獲得1分。 

 

第6條 比賽時間/比賽勝⽅方 

6.1. 常規比賽時間為每場10分鐘。死球及罰球時，應停⽌止比賽計時鐘。球權轉換完成後、進攻隊持球

在⼿手時，應重新啟動比賽計時鐘。 

 

6.2. 常規比賽時間結束前，⾸首先獲得21分或以上的球隊獲勝。此“突然死亡”規則僅適⽤用於常規比賽時

間，⽽而不適⽤用於可能進⾏行行的加時情況。 

 

6.3. 若若常規比賽時間結束後得分相等，應進⾏行行加時。加時開始前應有1分鐘休息時間。加時中⾸首先獲得

2分的球隊獲勝。 

 

6.4. 若若球隊在預定的比賽開始時間沒有3名已準備好上場的球員，則因棄權⽽而輸掉比賽。當出現棄權，

比賽得分應記錄為W－0或0－W(“W”代表獲勝)。 

 

6.5. 若若球隊在比賽結束前離場或該隊所有球員因受傷及/或被取消比賽資格，應被判失敗。此情況下，

獲勝球隊可選擇保持其得分或選擇對⽅方因棄權⽽而輸掉比賽的規定。任何情況下被判失敗的球隊得

分應記錄為0。 

 

6.6. 球隊被判失敗或以不正當⽅方式棄權，應被取消參參賽資格。 

 
備註： 

1. 若若沒有設置比賽計時鐘，主辦單位可決定比賽時間及/或採⽤用突然死亡的分數。國際籃聯聯建議採

⽤用與比賽時間相配合的得分限制：10分鐘/10分；15分鐘/15分；21分鐘/21分。 

2. 在基層賽事，無須強制執⾏行行第6.4條規定。 

 

第7條 犯規/罰球 

7.1. 球隊犯規達6次後，即處於加罰狀狀態。按照第16條規定，球員不會因個⼈人犯規次數⽽而失去比賽資格。 

 

7.2. 若若投球不中籃，投籃犯規發⽣生在圓弧內應判罰球1次，若若投籃犯規發⽣生在圓弧外應判罰球2次。 

 

7.3. 若若投球中籃，得分有效及投籃球員獲得罰球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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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及取消比賽資格犯規應計算球隊犯規2次。球員第1次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應判

罰球2次，但沒有球權。所有取消比賽資格犯規及球員第2次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應判罰球2次及球

權。 

 

7.5. 球隊犯規達7、8及9次應判罰球2次。球隊犯規達10次或以上應判罰球2次及球權。此條⽂文也適⽤用於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及投籃犯規，但不按照第7.2、7.3及7.4條規定執⾏行行。 

 

7.6. 所有技術犯規應判罰球1次。罰球後，恢復比賽如下： 

- 若若防守球員被判技術犯規，投籃時鐘應重設。 

- 若若進攻隊被判技術犯規，投籃時鐘應接續計時。 

 

備註：進攻犯規不應判罰球。 

 

第8條 球的打法 

8.1. 投球中籃或最後1次罰球中籃後(若若有附加球權除外)︰ 

- 非得分隊球員在球籃下⽅方(不是端綫外)運球或傳球⾄至圓弧外場區繼續比賽。 

- 防守隊不得在球籃下⽅方的｢無撞⼈人半圓｣區域進⾏行行防守。 

 

8.2. 投球不中籃或最後1次罰球不中籃後(若若有附加球權除外)︰ 

- 若若進攻隊搶獲籃板球，可繼續試圖投籃⽽而不須使球回到圓弧外。 
- 若若防守隊搶獲籃板球，則必須使球回到圓弧外(通過傳球或運球)。 

 

8.3. 若若防守隊攔截或封阻⽽而獲得球，必須使球回到圓弧外(通過傳球或運球)。 

 

8.4. 任何球隊在死球情況下獲得球權，應以球權轉換恢復比賽。防守球員應在圓弧頂將球傳交給弧綫

外的進攻球員。 

 

8.5. 球員雙⾜足均不在圓弧內或踏在圓弧上，則被視為在“圓弧外”。 

 

8.6. 發⽣生跳球情況時，球權應判給防守隊。 

 

第9條 拖延比賽 

9.1. 拖延或不積極比賽(例例如不試圖得分)，應視作違例例。 

 

9.2. 若若比賽場地有設置投籃時鐘，球隊必須在12秒內試圖投籃。進攻球員與防守球員轉換球權後或中

籃後在球籃下⽅方持球在⼿手時，應立即啟動投籃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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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若若球回到圓弧外後，進攻球員在圓弧內背向或側向球籃運球超過5秒，應視作違例例。 

 

備註：若若比賽場地沒有設置投籃時鐘⽽而球隊不積極試圖投籃時，裁判應讀倒數最後5秒鐘以作警告。 

 

第10條 替補 

死球情況下，進⾏行行球權轉換或執⾏行行罰球前，任何球隊均可以進⾏行行替補。替補員待被替補球員離場並與

他進⾏行行⾝身體接觸後⽅方可進場。替補必須在正對球籃的端綫外進⾏行行及無須裁判及記錄台⼈人員執⾏行行。 

 

第11條 暫停 

11.1. 每隊有暫停1次。任何球員或替補員均可在死球情況下請求暫停。 

 

11.2. 主辦單位因應電視製作，可以決定在所有比賽中提供電視暫停2次，分別在比賽計時鐘顯示6:59

及3:59後⾸首次死球時進⾏行行。 

 

11.3. 所有暫停時間應為30秒。 

 

備註：暫停及替補只能在死球情況下進⾏行行，但不適⽤用於活球情況下進⾏行行(第8.1條規定)。 

 

第12條 使⽤用錄像⽚片段 

12.1. 若若有提供即時重播系統(IRS)，裁判可在比賽中覆核以下情況： 

 

1. 比賽期間的任何時間內，覆核比賽得分或當比賽計時鐘、投籃時鐘發⽣生故障時覆核時間。 

2. 決定常規比賽時間結束時的最後⼀一次投籃是否有效及/或該投籃應獲得1分或2分。 

3. 在常規比賽時間或加時的最後30秒任何比賽情況。 

4. 球隊請求挑戰。 

 

12.2. 若若球隊提出抗議(第13條規定)，官⽅方錄像⽚片段只適⽤用於決定比賽時間結束時的最後⼀一次投籃是否

有效及/或該投籃應獲得1分或2分。 

 

備註：請求挑戰只適⽤用於奧林林匹克運動會、世界盃(只限公開組別)及世界巡迴賽，以及配合個別比賽

規則要求及使⽤用IRS的可⾏行行性。 

 

第13條 抗議程序 

若若球隊認為裁判的判決或在比賽中發⽣生的任何情況對其利利益有損時，必須以下列列程序提出抗議︰ 

 

1. 該隊球員在比賽結束後、裁判簽署前，應立即在記錄表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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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30分鐘之內，球隊須向競賽主管提交⼀一份抗議書及繳付200美元保證⾦金金。若若抗議被接納，保

證⾦金金將發還。 

 
第14條 球隊排名 

下列列分類類原則適⽤用於⼩小組排名及賽事的整體排名(巡迴賽排名除外)。 

 

若若球隊在賽事的同⼀一階段成績相同，應順序按下列列步驟決定出線席位： 

 

1. 獲勝場數最多的隊(若若⼩小組賽場數不相等，則使⽤用獲勝率)。 

2. 對賽成績(則考慮勝或負，但僅適⽤用於同⼀一⼩小組內)。 

3. 平均得分最多的隊(不包括因對⽅方棄權⽽而獲勝的得分)。 

 

經上述三個步驟後，若若球隊成績仍然相同，則擁有較⾼高種⼦子排名的球隊出線。 

 

巡迴賽排名(巡迴賽的定義為⼀一系列列相關的賽事)應以共同⽅方式計算，即以球員(若若球員可於每個賽事中

組織新球隊)或球隊(若若球員於整個巡迴賽中只可代表⼀一⽀支球隊出賽)作單位。應順序按以下排列列巡迴賽

排名： 

 

i. 最後⼀一個賽事或之前的排名，⽽而該排名已取得巡迴賽決賽資格。 

ii. 每站巡迴賽最後排名中取得的巡迴賽排名積分。 

iii. 巡迴賽中獲勝場數最多的隊(若若比賽場數不相等，則使⽤用獲勝率)。 

iv. 巡迴賽中平均得分最多的隊(不包括因對⽅方棄權⽽而獲得的得分)。 

v. 巡迴賽排名於計算每站賽事排名時同時產⽣生，以計算出線資格的排名。 

 

不論任何規模的賽事，每個巡迴賽賽事均會獲得巡迴賽積分，以計算巡迴賽排名： 

 

備註：每站巡迴賽都會為該站參參賽球隊計算排名，不論球隊會否參參與下⼀一站賽事。 

 

第15條 種⼦子排名規則 

球隊種⼦子排名按照球隊排名積分(賽事前球隊最佳3名球員排名積分總和)⽽而定。若若球隊排名積分相同，

應在賽事前隨機決定。 

 

備註：在國家隊賽事，種⼦子排名將按照｢3x3聯聯會排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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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 取消比賽資格 

任何球員被判違反運動道德犯規2次(不適⽤用於技術犯規)應被取消比賽資格及主辦單位可進⼀一步取消其

參參賽資格。球員涉及暴暴⼒力力、⾔言語或⾝身體攻擊⾏行行為、以不正當⽅方式影響比賽結果、違反國際籃聯聯反興奮

劑條列列(｢國際籃聯聯內部規則｣第4冊)或國際籃聯聯道德守則(｢國際籃聯聯內部規則｣第1冊第2章)，主辦單位應

取消其參參賽資格。根據該隊成員對上述⾏行行為的參參與程度(包括不採取⾏行行動)，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球隊的參參

賽資格。國際籃聯聯有權在賽事監管中實施紀律律制裁，play.fiba3x3.com的條款及細則、｢國際籃聯聯內部

規則｣，不受因第16條規定下取消比賽資格⽽而影響。 

 

第17條 U12組別的調整 

建議在U12組別對規則進⾏行行以下調整︰ 

 

1. 若若情況許可，籃圈⾼高度可降⾄至2.60⽶米。 

2. 加時中⾸首先得分的球隊獲勝。 

3. 不設置投籃時鐘。但球隊不積極試圖投籃，裁判應讀倒數最後5秒鐘以作警告。 

4. 加罰狀狀態並不適⽤用。除投籃犯規、技術犯規及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外，所有犯規應執⾏行行球權轉

換。 

5. 不設暫停。 

 

備註：若若情況許可，可運⽤用第6條規定備註中所提供的彈性⽅方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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